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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第十九届

ChinaJoy将于7月30日-8月2日在上海

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日前，记者从主

办方了解到，2021年ChinaJoy将首次跨

界与智能家居行业开展深度合作，为渴

望拥抱“Z世代”年轻圈层的智能家居品

牌，提供一个展示科技和年轻潮流文化

的契机。

据市场调研机构数据显示，2020年

中国智能家居行业总规模约为 4354亿

元，连续四年高增长，正处于蓬勃发展的

阶段。而中国电子竞技产业去年的经济

规模也达到1400亿元，动漫产业产值更

是达到2140亿元的可观效益。

ChinaJoy主办方表示，从受众层面

来看，智能家居企业正在积极寻求品牌

年轻化的突破口，而ChinaJoy的主体受

众正是当下最具代表力的年轻化、多元

化的“Z 世代”圈层。对于这些互联网

时代的原住民而言，数字化和智能化产

品是“Z 世代”与生俱来及日常生活的

一部分。智能家居品牌与 ChinaJoy 发

生链接后，将融汇数智科技和年轻潮流

文化。

据悉，为推动这一战略，ChinaJoy
与智慧家庭和智慧健康领域顶级咨询

与营销集团森博Cenbo，达成了智能家

居领域独家商业化合作伙伴关系，共同

创造深受年轻人喜爱的智慧生活新潮

体验场景。

■本报记者 须双双

金桥“未来车”又添新动力。日前，香港

力世纪集团与金桥股份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根据协议，Apollo纯电动跑车产业项目将落

户金桥，计划落地生产及研发一系列高性能

电动跑车及豪华电动汽车相关技术与产品。

此次双方合作，Apollo纯电动跑车产业

项目将填补国产化电动豪车空白，弥补金桥

汽车产业高端产品线不足的短板，全面提升

金桥智能制造水平，助推金桥汽车产业向高

端化、智能化领域加速转型。

打造高端电动跑车

根据协议，力世纪将在金桥设立地区总

部、研发中心及生产线，金桥股份则为该项

目的落地协调政府相关部门，协助申请相关

产业扶持政策、生产准入及产品准入许可，

并提供厂房等落地所需场所。

去年进博会上，全球首款全碳纤维超级

跑车Apollo IE在汽车展区惊艳亮相，受到

各界高度关注。作为国有开发平台公司，金

桥股份一直致力于为金桥开发区引进和培

育汽车新能源、汽车电子类龙头企业和活力

创新企业。以此为契机，金桥股份凭借公司

团队汽车领域丰富经验，充分发挥金桥汽车

产业综合优势，为力世纪在产业准入、市场

拓展和项目选址上提供专业服务。

力世纪集团主席何敬丰表示，通过本项

目的实施，集团将补齐中国制造并出口高端

跑车的短板。凭借集团在新能源汽车相关

供应链方面的优势专长，以及上海金桥在开

发建设及产业发展方面的丰富经验，期待为

驾驶者带来独具未来技术的豪华产品。

产业生态不断优化

以智能网联汽车、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

“未来车”，是浦东重点发展的硬核产业之

一。而金桥汽车产业是浦东首个千亿级产

业。目前金桥已实现年产汽车 160万台，汽

车工业产值超 1600亿元，汇聚了通用汽车、

华为车联网平台、Volvo、法雷奥、上汽英飞

凌等一批著名企业，具备完整的汽车产业链

和雄厚的技术研发实力。

凭借雄厚的汽车产业基础和领先的5G
集聚优势，近年来，金桥聚焦“5G+未来车”，

打造新能源汽车产业园和智能网联汽车产

业基地。目前，新能源汽车产业园已有传感

器、芯片研发、整车生产等企业入驻，预计今

年规模可达 60亿元；智能网联车产业基地

已有上汽联创智能网联创新中心、华为车

BU 等相关企业入驻，预计今年规模可达

100亿元，未来5年将有近50家企业集聚。

去年以来，上汽联创智能网联创新中

心作为“四大对外开放平台”入驻金桥 5G
产业生态园，聚焦 5G最大应用场景汽车领

域，打造智能网联汽车全球高地；宝马阿里

首个全球跨界合作项目落户金桥，助力打

造世界级汽车产业集群；菲翼在金桥持续

增能扩产……一系列平台和项目的落户，为

金桥汽车产业注入新的活力。

在去年的浦东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发

布会上，金桥区域智能网联汽车开放测试道

路规划正式发布，第一期规划里程为29.3公
里，对推进“未来车”的落地意义重大。记者

从金桥管委会了解到，目前，金桥区域智能

网联汽车自动驾驶开放测试道路（第一批）

已正式获批。随着产业生态持续优化，金桥

“未来车”未来可期。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日前，各新

能源车企3月销售数据陆续出炉，并发

布季度“成绩单”。蔚来、小鹏等国产电

动车品牌表现优异，同时，中高端电动

汽车市场迎来新机遇。

数据显示，蔚来汽车 3 月份交付

7257台新车。至此，蔚来在今年一季

度累计交付20060台新车，自首台车交

付至今累计达成95701台交付量，并将

于4月7日迎来第10万台量产车下线。

3月份，小鹏汽车共交付5102台新

车，环比增长 130%，同比增长 384%。

一季度交付 13340 辆汽车，同比增加

487%。据悉，小鹏还将在今年上海车

展推出一款全新车型，以此扩容旗下产

品布局。

一直向海外出口市场发力的爱驰

汽车在最新的销量报表中提到，今年

一季度，爱驰累计出口超过 1000 台，

继续冲击全年 10000 台的出口目标。

据了解，爱驰在今年陆续登陆了比利

时、丹麦、法国、以色列等重要海外市

场，接下来，爱驰还将向北欧市场进一

步扩张，全面覆盖中欧、东欧、北欧、南

欧等更多国家。

全国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随

着中国汽车行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的

快速发展，应建立“新豪华车”概念，售

价 20万元以上新能源车型可列入“新

豪华车”。这类新豪华车品牌和车型应

该是中国国内自主品牌转型升级发展

的重要机遇。崔东树还指出，近期新能

源汽车市场快速发展，国产高端新能源

车也正快速崛起，如红旗、蔚来、小鹏

等，这些企业的强势增长，对提升品牌

信心、助力消费都有很大意义。

作为改革开放重要的试验田，自贸试

验区正快马加鞭推进建设进度。记者日前

获悉，从目前各项指标来看，今年以来自贸

试验区在吸收外资、外贸进出口以及新设

市场主体方面实现了“开门红”，并在放宽

市场准入、推进数字化改革、加大科技金融

创新等方面酝酿更多突破。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广西自贸试

验 区 新 设 立 企 业 6320 家 ，同 比 增 长

402%，其中，新设立外资企业 32家，同比

增长 146%，预计实际利用外资同比增长

352%。

安徽自贸试验区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2月底区内新设立企业 3999家，京东全球

超级港等一大批重大项目签约入驻，总数

达 438 个，协议引资额 3195 亿元；蔚来汽

车、欧菲光等91家总部类项目落户。

成绩单上的亮点还在不断增加。近

日，重庆自贸试验区北碚板块总部基地正

式落成。当天，北碚区还迎来了49个项目

集中签约和开工、竣工，涉及投资总额达

280 亿元，覆盖战略性新兴产业、基础设

施、休闲旅游、公共服务等领域。

另外，北京自贸试验区成立以来，朝阳

区积极对标先进地区，围绕全球化招商、总

部经济、数字经济、国际金融等 8个领域，

研究制定了“CBD高质量发展18条”，并全

面启动北京CBD全球招商体系建设。今

年以来，CBD招商服务中心落地了 122家

重点企业。

这些都是我国自贸试验区成绩的缩

影。商务部数据显示，从2013年设立上海

自贸试验区以来，经历数次扩围自贸试验

区总数达到 21个，共计 67个片区。除去

2020年 9月底揭牌的北京、湖南、安徽 3个

自贸试验区，前18家自贸试验区去年共新

设企业 39.3万家，实际使用外资 1763.8亿

元，实现进出口总额 4.7万亿元，以不到全

国千分之四的国土面积，实现了占全国

17.6%的外商投资和 14.7%的进出口，为稳

外贸稳外资发挥了重要作用。

政策支持之下，各自贸试验区也加

大了改革创新的步伐。将于 5 月 1 日起

正式施行的《中国（陕西）自由贸易试验

区条例》提出，自贸试验区在金融服务、

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

务、社会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和装备制造

等先进制造业以及现代农业等领域扩大

开放，逐步减少或者取消对国内外投资

的准入限制。

浙江自贸试验区正在全面推进数字

化改革，打造全省数字化改革的战略高

地。在日前的新闻发布会上，浙江省自贸

办副主任张钱江表示，当前“数字自贸区”

的建设重点是打造数字全产业链。通过

数字确权、加工、存储、交易、监管来构建

数字全产业链；通过数据确权、数据交易、

跨境数据的安全有序流动来构建“数字贸

易全产业链”。

安徽自贸试验区合肥片区则在推进更

多创新驱动，在科技金融方面，探索建立

“股权投资+政府基金+社会资本+风险投

资+专项基金”五位一体的多元化科技投

融资体系，以股权代投机制、成果转化专项

基金等方式，定向投资科技创新孵化项目。

（据《经济参考报》）

Apollo纯电动跑车将在浦东“智造”

金桥“未来车”迈向高端化智能化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刚刚过去的清

明小长假，上海楼市成交稳中有降。据上

海中原地产数据显示，清明假期（4 月 3
日-5日）新建商品住宅成交2.8万平方米，

同比减少3.4%。

供应方面，这个假期上海只有 1个项

目领到预售证。从成交区域来看，五大新

城所在区成交量相对多一些，市区交易表

现依旧乏力，徐汇和闸北出现零交易格

局。从成交前十榜单来看，较为均衡。

二手房方面，受假期影响，来客量明显

减少。基于上海已经出台一系列调控举

措，市场处于消化期。短期来看，此前高涨

的情绪已经有所控制。虽然近期挂牌价格

还有高挂的案例，但幅度明显收缩。与此

同时，挂牌价格持平的房源有逐步增长的

苗头。预计随着交易流速放缓，价格会有

松动的空间。

上海中原地产市场分析师卢文曦表

示，和平时相比，假期成交出现缩水在意

料之中，一方面随着假期到来，出游踏青

的人增多，正常交易节奏打乱。另一方面，

绝大多数新盘暂时没有项目领到预售证，

前期集中入市的项目大部分都在认筹阶

段。假期入市的项目也是高端产品，按惯

例，签约转化周期会比普通项目时间长，因

此很难为假期交易数据提供动力。预计要

集中推盘的 30多个项目，4月中下旬会大

量入市。

今年以来，上海陆续推出一系列调

控举措，包括于 1 月 21 日推出楼市调控

新政“沪十条”，以及将上海法院司法拍

卖的上海市商品住房纳入限购政策范围

等，目前市场正处于消化期。短期来看，

此前高涨的情绪已经有所控制。而市场

的合理降温对于楼市健康运行会有积极

推动。

3月份，央行、银保监会和住建部联合

发布通知，严防违规资金流入房地产市

场。伴随着相关调控举措逐一落地，市场

逐步回归理性。来自贝壳研究院的数据

显示，今年清明小长假，北京、上海、广州、

深圳这 4 个一线城市新房整体成交套数

和面积比 2020 年清明节分别下降 1%和

1.3%，二手房方面，一线城市链家二手房

日均成交量较去年清明假期日均水平下

降约 9%。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继去年的

“随心飞”系列产品后，4月6日，东航“前

程万里”航空旅行产品正式上线。作为

国内首款推出的以航线距离计价的全新

产品，该产品可以帮助旅客锁定未来的

旅行成本，享受全时段（不限节假日）、全

舱位使用的最佳“灵活性”。

据介绍，该产品以 1万公里为销售

单位，每次出行扣减该次航线距离，用户

购买后可在有效期内预订东航和上航实

际承运的任一国内机票，在原有航空产

品上实现了新的突破，重新定义并拓展

了航空旅行产品的创新维度。

该产品不限节假日，全时季通用。

用户购买后在所持产品的有效使用期

内，只要航班有座位销售即可预订所需

航班和舱位的机票，无特殊日期限制，春

节、周末、小长假均可使用。

旅客连续持有多个产品，有效期可

连续计算，最长时限达 2年半。该产品

持有人可以固定一名 2至 16周岁的少

年儿童在同行时使用等额产品里程进

行订座换票，从所持产品的里程余额中

扣减。

此外，“前程万里”产品购买后如未

在规定期限内启用，可获全额退款。

随着“前程万里”产品在东方航空

App的上线销售，也预示着东航继续加

速需求侧改革的创新，打造服务国内大

循环的航旅消费“新引擎”。

本报讯（见习记者 张诗欢 记者

许素菲）伴随着踏青出游高峰到来，国产

水果销量显著上升。生鲜电商叮咚买菜

数据显示，清明小长假人们不仅出游忙，

会玩还更会吃，除青团、春菜等清明节传

统习俗食材商品销量走高，国产水果如

大连樱桃、海南金钻凤梨等也成为踏春

出游的必备产品。

“大连樱桃汁水足、糖度足，和进口

智利樱桃品质不分上下，清明小长假三

天，直播间的大连樱桃售出了超 2.5万

份。”这个清明小长假，叮咚买菜直播组

的带货主播毛毛，一直在大连樱桃产地

忙着直播。和大连樱桃一样受到消费者

热捧的，还有来自海南的金钻凤梨。凤

梨皮薄肉厚、清甜多汁，连果芯都泛着甜

蜜，拥有绝佳的黄金甜酸比，一直深受吃

货的欢迎。小长假期间，叮咚买菜一共

售出了超 5万份金钻凤梨，销量环比上

涨30%以上。

叮咚买菜数据显示，清明小长假期

间，热销水果排名前十的分别为：海南小

台农芒果、菲律宾香蕉、四川耙耙柑、泰

国香水椰青、新疆库尔勒香梨、智利无籽

红提、广西沃柑、陕西洛川红富士、辽宁

丹东红颜草莓、广东茂名爆浆小蜜千

禧。10个品类中7个都是来自国产水果

基地。

叮咚买菜研究院专家王兴银表示，

随着国家的强大，国产水果也正在崛起，

尤其像叮咚买菜这样的生鲜电商深入到

水果基地，为消费者挖掘出各地的优质

品种水果。在国产水果品质稳、销量稳、

价格稳的大环境下，当地种植户积极性

也很高，可以说，国产水果正在迎来高光

时刻。

多家新能源车企亮出季度“成绩单”

国产高端电动汽车强势崛起

多项指标“开门红”自贸区建设提速
数字化改革、科技金融创新等方面酝酿更多突破

调控政策持续发挥效应

清明小长假上海楼市交易未超去年
踏青郊游带动国产水果热销

东航首创以航线距离出售机票
不限节假日 全舱可兑换

ChinaJoy与智能家居行业合作
为年轻人打造智慧生活新潮体验场景

一线楼市小长假未现“小阳春”。 □本报记者 朱泉春 摄


